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规程 
 

根据教育部《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函[2019]6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4

号）、《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

作的指导意见》（京招考委〔2020〕4 号）、《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0

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补充意见》（京招考委〔2020〕5 号）和北京市招生考试

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京招考委

〔2020〕6号）、《中国科学院大学关于做好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

的通知》（校发招字〔2020〕67 号）要求，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招收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复试工作管理规定》（校发招字〔2019〕141号）文件的精神，经我所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特制定我所 2020年硕士复试规程，现公布如下： 

1、复试分数线和复试名单的确定 

2020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下达我所招生计划人数 28人（已接受推免生 8人）。根

据 2020 年我单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成绩，分专业确定复试基本分数线。复试基

本分数线如下： 

专业名称 英语、政治 专业课 总分 

植物学 ≧41 ≧75 ≧290 

动物学 ≧41 ≧80 ≧310 

生态学 ≧45 ≧75 ≧310 

中药学 ≧45 ≧90 ≧310 

少干计划 总分不低于 268 分 

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计划 
总分不低于 268 分 

第一志愿考生复试名单： 

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 总分 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 总分 

马转转 144300122000005 357 高以丹 144300122000083 319 

李婧 144300122000022 350 龙若兰 144300122000042 318 

李斌 144300122000048 347 张璐 144300122000106 317 

常涛 144300122000054 347 王亚军 144300122000038 316 

谭慧 144300122000021 343 
赛青高娃 

（少干计划） 
144300122000045 315 

石晓丽 144300122000016 341 陈生学 144300122000099 313 



陈凯扬 144300122000051 336 赵艳超 144300122000031 313 

裴薇薇 144300122000017 326 雍旭红 144300122000058 312 

舒敏 144300122000104 326 沈文杰 144300122000015 307 

王娜 144300122000095 324 朱丽丽 144300122000082 304 

赵雅琪 144300122000075 322 韩霜 144300122000053 296 

韩赟 144300122000035 322 辛晓艳 144300122000102 290 

宋志博 

（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计划） 

144300122000108 288 

   

2、复试时间 

复试时间为 2020年 5月 21日。复试通知采取电话通知的形式。请考生接到电

话通知后，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8：30 准时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3

号楼 315 报到，提交相关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参加复试。具体复试时间安排如下： 

5 月 21 日上午 10:00-12:00：外语听力测试、专业文献翻译；心理素质测试。 

5 月 21 日下午 3:00-6:00：外语听力、口语面试；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

中药学专业业务能力及综合素质考核面试。 

3、考生复试报到所需提供材料 

（1）6张 1 寸的彩色照片、准考证（准考证丢失的考生，凭借网报时的用户名

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统考网报系统自行下载《准考证》）、身份证、

考生毕业证、学位证(应届本科毕业生查验学生证)和学历学籍校验认证报告； 

（2）本科毕业学校教务部门(或院系)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考生大学本科课程成

绩单；政审材料（政审表格见附件）。 

（3）反映考生英语水平的成绩证明或证书；各种获奖证书复印件、专业技能

相关等级证书复印件；考生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

论文、所获专利、科研成果及其它原创性工作成果的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4）《中国科学院大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考生简历及自述表》（自述

表见附件）。 

4、复试形式 

（1）采用现场面试的形式。 

（2）业务素质复试采取面试、笔试相结合的形式。 

http://www.nwipb.ac.cn/callboard/20050405.zip


（3）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工作由“外调”和“面试”两部分组成。 

5、复试内容 

复试包括业务能力面试、综合素质考核、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诚信考核、心理

素质测试、外语听力口语测试和专业文献翻译等内容。 

（1）业务能力面试和综合素质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广度、深度

与扎实程度、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表达能力、研究兴趣、

科研能力与发展潜力等，考察其综合素质和能力。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诚信考核、

心理素质测试由面试小组在综合素质面试时一并考核。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约为 20

分钟。 

（2）英语听力口语测试和专业文献翻译主要考核考生运用英语知识与技能进

行听说交流的能力。 

6、复试疫情防控措施 

参加复试的外地考生须于复试前 5日向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生办公室提交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202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个人基本信息表》、“防疫健康信息

码”， 研究生办公室将依据《高等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中学生风险

评估及分类处置对策进行审核，不符合要求者不得参加现场复试，并上报所招生工

作领导小组研判后确定其复试形式。 

前往研究所参加复试过程中个人防护注意事项 

出发前的注意事项 

1) 有条件的建议乘坐私家车前往研究所复试，尽量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2) 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取消走亲串友、聚会等活动，居家学习，自觉增强

防控意识。 

3) 启程前再次观察自己身体是否有发热、干咳等症状，若有，及时与我所研

究生办公室联系。 

4) 出行前，请尽量备好消毒用品，如免洗洗手液、消毒湿巾、肥皂，返所时

随身携带，以便在在旅途中、返所后使用。 

5) 出行前，请备足医用防护口罩，以防遇到突发事件或路程太长需要更换。 

6) 出行前，请备好若干个塑料垃圾袋或保鲜袋，以备在行程中封装戴过的口

罩等污染物。、 



7) 出行前，请准备水银体温计（晨晚体温自测用）、自用餐具等。 

8) 出行前，请准备一定数量的旅途餐饮食品。 

复试途中的注意事项  

1) 在车站、机场等地配合交通部门做好体温测量或其他检查。 

2) 出行中，与周围人群保持适当距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隔位而坐。  

3) 出行中，尽量不要摘下口罩。 建议在出门前解决好吃喝的问题。如果行程

较长，确实需要吃喝，请与人群保持一定距离，吃喝完尽快更换口罩。  

4) 摘口罩时，不要触碰口罩的外表面。通过挂绳摘除口罩，口罩尽量不要反

复使用。 

5) 用过的口罩，不要直接放入包里或兜里，将口罩由内向外折叠后，装进塑

料垃圾袋或保鲜袋封口。 

6) 出行途中，注意保持手部清洁，不四处乱摸，勤用清洁产品洗手，请保持

至少 20 秒的洗手时长。 

7) 如果车厢里有持续咳嗽、打喷嚏的人，请保持距离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联

系乘务人员。 

   到所复试时的注意事项 

   复试考生进入研究所时出示身份证，并测量体温，体温正常者方能进入，复试

全程佩戴口罩，进入复试考场前再次测量体温并对双手进行消毒。复试各环节均保

持安全距离，笔试时采用限流并保持安全距离进入考场，考生座位左右间隔 2 米，

前后间隔 1米，同时考场保持良好通风。 

   如有学生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或出现其他异常情况，及时向所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和所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如实报告，按照处置流程送往指定医院就诊。 

7、体检要求 

体检主要考查考生身体的健康状况，也包括体能、体质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检

查。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文件进行。鉴于今年疫情防控的特殊形势，采用考生自行体检的方式，体检须

在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并于 6 月 5日前将纸质体检报告寄送至研究生招生办公

室，体检报告须有考生本人近期（三个月内）免冠彩色照片，照片和体检表上加盖



体检医院骑缝章。 

8、举报办法 

如对招考过程公正性方面有疑问，可与我所纪律检查委员会联系，联系人：杨

勇刚，联系电话： 0971-6143266，联系传真： 0971-6143282，联系邮箱：

jijian@nwipb.cas.cn，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新宁路 23 号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纪律检查委员会，邮政编码：810008。 

9、录取 

分专业按录取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录取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50% 

（1）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在考试中有严重违纪、舞弊情况的考生，经核实

后，一律不予录取。 

（2）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4）录取时，分专业按录取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5）达到录取成绩者，原报考专业招收名额已满的情况下，经导师与考生共

同协商后，可以考虑录取到其他专业。 

（6）拟录取名单进行网上公示，网址：http://www.nwipb.cas.cn/公告栏。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2020.05.12 

 

 

 

 

 

 


